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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循 环 经 济 协 会

农业农村废弃物资源化专业委员会文件

中循农发〔2019〕5 号

关于举办 2019 中国农业农村高质量生态循

环发展论坛暨主题展的通知

（第三轮）

各相关单位：

2019 年 2 月，七部委联合印发《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提出加快农业绿色化高质量发展路

径，全面开展农业环境污染防控，着力推进农业废弃物（秸

秆、畜禽粪污、废旧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农林产品加工

剩余物等）资源化利用，强调一二三产全面融合的“高质量

生态循环农业”重要性。

为应对当前新形势和机遇，全面推动生态循环农业高质量

化发展，形成“农业废弃物资源化—高效生态种植—高品质

农产品—产销对接—一二三产融合”全新的高质量生态循环

体，实现既“循环”又“经济”的良性可持续发展局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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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循环经济协会将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在南京举办“2019

农业农村中国高质量生态循环发展论坛”。论坛邀请国家和

地方相关主管部门领导、国内外知名学者专家、农业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及生态循环农业知名企业代表、行业组织代表，

针对政策、制度、技术、模式进行全面探讨。同期举办

“2019 农业农村中国高质量生态循环主题展”。具体通知内

容如下：

一、会议名称

2019 中国农业农村高质量生态循环发展论坛

二、 会议主题

生态蓄势 循环增益

三、时间地点

时间：2019 年 10 月 21 日

地点：南京国际展览中心(新庄)三楼南厅

四、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循环经济协会

承办单位：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农业农村废弃物资源化专业委

员会

北京中农富源集团有限公司

森格蓝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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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单位： 北京合力清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新瑞美（天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安信种苗股份有限公司

九一（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韦加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芜湖苜邦智能

装备有限公司、 湖北锦凤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 中标合信（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华盛绿

色工业基金会、北京云智慧谷科技有限公司、福

瑞莱环保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汇君

环境能源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泽宁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河北省秦皇岛云冠栲胶有限公司、贵州茅

台镇王家老作坊酒业有限公司

支持媒体：《农民日报》、人民网、新华网、《中国循环经

济》杂志、《农经》杂志 、《农资与市场》杂

志、《农资导报》、今日头条、中国农业新闻

网、中国新型肥料网、中视新媒网、蓝鱼网、博

亚和讯、锄禾网、新牧网、森蓝农创学院、环保

网、一亩田、艾格农业、中国饲料工业信息网、

农资联盟、农业新闻网、猪 e 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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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程安排

（一） 主题论坛（10 月 21 日）

日期 时间 演讲主题和嘉宾

上午

8:00—9:00 会议签到

9:00—9:15

领导开幕致辞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相关领导

潘文智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农专委主任

屈凡河 北京中农富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9:15-9:45
主题：《中国农业农村高质量生态循环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农业部相关领导

9:45-10:00
主题：《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农专委业务发展思路》

于建海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农专委常务副秘书长

10:00—10:30

主题：《农业农村高质量生态循环绿色发展共建计划》发布暨首

批共建项目启动仪式》

首批共建单位（限 20 名，排名不分先后）：

1. 北京合力清源科技有限公司

2. 北京中农富源集团有限公司

3. 中新瑞美（天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 芜湖苜邦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5. 北京韦加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湖北锦凤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7. 山东安信种苗股份有限公司

8. 中标合信（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9.华盛绿色工业基金会

10.森格蓝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11.九一（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2.北京云智慧谷科技有限公司

13.福瑞莱环保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14.商都县富源公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15.中国供销社员网

16.青岛汇君环境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17.上海泽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8. 河北省秦皇岛云冠栲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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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1:00

主题：共建计划项目-《新疆 70 年 70 站基地共建帮扶项目》发布会

首批共建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1.阿克苏金香源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

2.阿克苏市多浪红果品农民专业合作社

3.阿克苏满堂红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4.阿拉尔市金土地红枣销售农民专业合作社

5.中农富源集团阿克苏富源公社红旗坡农场服务站

6.墨玉县方圆达生态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7.博乐市阳光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8.新疆兵团第七师奎东农场

9.新疆兵团第七师 124 团

10.新疆兵团第七师 129 团

11.新疆兵团第十二师西山农场

12.新疆兵团第十二师 104 团

13.新疆塔城额敏县富源公社

14.新疆和田骏枣农民专业合作社

15.新疆霍尔果斯市莫乎尔片区库鲁斯社区

16.更多单位正在更新中

11:00-11:30

媒体交流

农民日报、人民网、新华网、锄禾网、今日头条、一点资讯、百

家号、新型肥料网、环保网、艾格农业、博亚和讯、中国饲料工

业信息网、农资联盟、农业新闻网、一亩田、猪 e 网、蓝鱼网、

森蓝农创学院等

11:30-12:00

现场互动：《中农富源集团富源公社·高质量生态循环农业基地

果品品尝》

果品提供：

1.洛川苹果·洛川鑫宝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栖霞苹果·山东沃地丰栖霞分公司

3.库尔勒香梨·阿克苏金香源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

4.阿克苏苹果·新疆富源公社苹果示范基地

午休.午餐自理（12：0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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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版块一：废弃物资源化循环利用版块

14:00—14:20 主题：《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实践分享》

赵兴富 山东安丘市农牧局局长

14:20—14:35 主题：《种养循环—生态养殖与废弃物高效利用循环价值再创造》

潘文智 北京合力清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14:35—14:50 主题：《基于风险管理的重金属污染场地绿色修复工程实践》

刘朝辉 中新瑞美（天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14:50-15:05 主题：《离网式污水处理是一种思想》

王文昭 福瑞莱环保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5:05-15:20 主题：《微生物生态种植如何提升农产品高品质发展》

张树清 中国农业科学院区划所研究员

15:20-15:35 主题：乡村水环境综合处置技术初探

何顺辉 天津中联格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中间休息（10 分钟）

版块二：高质量生态循环农业版块

15:45—16:00 主题：《数字化智能种苗工厂的探索与实践》

韩吉书 山东安信种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6:00-16:15 主题：《“微生物&种养加”促进生态循环农业发展》

吕 敏 九一（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16:15-16:30 主题：《韦加智能无人系统在循环农业中的应用前景》

于保宏 北京韦加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6:30-16:45
主题：《农业定制化保险加码，为基地稳定输出保障》

王心斅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产品总监

16:45-17:00

主题：《第三方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助力中国高质量生态循环

农业发展》

徐 玲 北京中农富源集团有限公司富源公社总经理

（二）同期活动：2019 农业农村中国高质量生态循环主题展

展会时间：2019 年 10 月 20 日-22 日

展会地址：南京国际展览中心（新庄）

展位：A08 面积：180 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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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及目标观众：

本次“2019 中国高质量生态循环农业农村主题展”

主要以集成推广农业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生态循环

农业优秀技术、展示企业风采为目的，推介产品为农业

循环经济板块相关内容，包括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

术、土壤改良及修复相关技术、林业“三剩物”资源化

技术、高品质农产品种植技术等生态循环模式。

参展观众职业涵盖农业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生

态循环农业相关的各行业专家、企业代表、媒体等。

（三）特别策划：《农业农村高质量生态循环绿色发展

共建计划》发布暨首批共建项目启动仪式》

为推动中国高质量生态循环农业和农村人居环境健康发

展，发挥农专委“资源桥梁”的作用，本次论坛将举行“农

业农村高质量生态循环绿色发展共建行动计划”启动仪式，

面向全行业征集项目共建合作伙伴，详细邀请函另行通知。

首批共建项目名单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1 高质量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基地共建项目

2 “基地直供”产消联合社公益平台共建项目

3 标准示范合作社辅导建设项目

4 整县推进废弃物（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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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县域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富源公社”联合共建项目

6 国家无废城市宣教和示范项目

7 “一县一特”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试点项目

8 土壤改良与农田修复提升项目

9 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项目

六、参会事项

（一）此次会议不收取会议费，交通和住宿费用自理。

（二）由于参会名额有限，为便于会务安排，请于 2019

年 10 月 17 日前将参会回执表发送至农专委会务邮箱。

七、会务组联系方式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农专委秘书处

于建海 13311218504 徐 玲 18601208868

黄德英 18613893158 张晓艳 13795155001

座 机 010-88335236 邮 箱 nongzhuanwei@126.com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中国农业科学

院科海福林大厦 601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

农业农村废弃物资源化专业委员会

2019 年 10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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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2019 中国农业农村高质量生态循环发展论坛

暨 2019 农业农村中国高质量生态循环主题展”参会回执表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单位电话

参会人员信息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手机号 邮箱

是否发表主题演讲：

演讲题目：

其他需求：

代表类型 □会员单位：会员级别

□非会员单位：代表类别

注意事项：

为便于会务安排，请于 2019 年 10 月 17 日前将回执表发送至大

会会务组邮箱：nongzhuanwei@126.com

联系人：张晓艳 13795155001

mailto:nongzhuanwei@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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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2019 中国高质量生态循环农业农村主题展区

位置及布置示意图

农业农村主题展展位 A08 号

展位示意图，实际效果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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